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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教育案例：小

紫的家长非常关心孩子的学习，但在孩

子的成长方面，只想捡拾现成的果实，

比如，想让孩子直接发展为团员。在家

长影响下，只关注学习的小紫，由于参

加集体活动少，因而离团员的要求还有

一定的差距，小紫的家长却不顾不管，

直接责问老师为什么不让小紫入团。

小紫考试失利时，家长也是不问原因，

直接责怪老师。比如，小紫的数学成绩

有所下降，家长直接质问数学老师，孩

子的成绩为什么差了很多。还要一次，

小紫的语文成绩刚够平均分，家长也是

通过短信与老师理论。

能关注孩子的学习，却忽视孩子的

成长过程；有一定的教育方法和原则，

教育思想却并不先进；大多数时间能够

尊敬老师，有时也会因为孩子的问题而

责怪老师。……小紫家长身上的这些

矛盾，反映出了其性格的多面性。

多年的班主任工作中，我接触到了

各种各样的家长，家长多面性的现象在

生活中比较常见。

其中，有想见但怕见老师的家长。

一次家长会后，小鑫的家长向我吐露了

实情：自己不是不想和老师联系，而是

孩子的学习成绩太差，在学习问题上，

孩子自卑，自己也感觉在老师面前抬不

起头，所以想见老师，但又怕见老

师。难怪有时打电话和小鑫家长沟

通，她仅仅三言两语，除了家长会，

她根本不与我联系，我开导她：孩子

学习成绩不好，有多方面的原因，找

准原因，才能找到补救措施，逐渐提

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孩

子的健康成长需要家校合作。从那以

后，我与小鑫家长的交往中，淡化了

小鑫的学习成绩，主要谈小鑫的活动

及表现情况，小鑫的家长也很积极和

热情，现在，小鑫的家长已经成为与

我沟通较多的家长之一。

有在老师面前客气，在孩子面前霸

道的家长。最初与小军的父亲见面，感

觉他对我这个老师彬彬有礼，说话也客

客气气。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小军

的外婆告诉我，小军的父亲对小军可厉

害了，小军不挨骂不挨打的时候很少。

怪不得小军性格暴躁，与同学难以相

处。找了一个时机，我去小军家家访，

根据小军的父亲耿直的特点，我很快切

入主题，也找到了原因。原来，小军父

亲对小军的态度其根源是他本人也是

被家长这么打大的。我指出这种家教

方法的不妥之处，并作了一些道理分

析，一番长谈之后，小军的父亲答应改

变打骂的教育方式。之后，我多次向小

军及其外婆了解，小军父亲已经基本改

正，从打骂教育变为了说服教育。

还有的家长话多而理不直，其中，

有的家长要求多而威信不高；有的家长

对孩子要求严格而自律不够；有的家长

对孩子不闻不问……在老师和孩子面

前，家长们就好像是一个个多面体，每

一个面所呈现出来的景象、颜色是不同

的。

作为成年人，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多

面性，而多面性突出者，与人交往，在亲

人面前一个样，在朋友面前一个样，在

陌生人面前又是另外一个样。了解了

家长存在多面性后，老师要尽量做家长

的朋友，这样，在教育学生问题上，家长

才会对老师敞开心扉，无所不谈，才会

真正信任老师，也才能真正让家校教育

拧成一根绳，对孩子的教育才能事半功

倍。

和家长做真朋友，除了态度真诚，

还要讲究方法和策略。比如，让家长给

全班学生上一堂课，这招叫发挥特长；

对情绪冲动的家长冷处理，这招叫避其

锋芒；引导家长跟孩子表达谢意和歉

意，这招叫合理引导。只有把情感态度

和方法策略结合运用，家长才会发自内

心地与教师交朋友，也才会心悦诚服地

佩服教师，从而与教师真诚合作，形成

强大的家校合力。

家长也有“多面性”
■ 符礼科

中小学半期考试临近，家长如何看待孩子的成绩？培养孩子的路上，家长

如何与学校老师合作，在孩子学习和生活中给予助力？孩子成长路上，家长要

扮演好哪几种角色？11月2日，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邀请四川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德育教研员李淑英为家长带来一场“同心协力 家校共育”的主题讲

座，李淑英针对学校前期调研的家长最关心问题，做了系统地解答。

■ 记者 胡敏

放下焦虑放下焦虑
成为孩子的拉拉队长成为孩子的拉拉队长

李淑英抛给家长一个问题：什么情况下，你

一定会去找老师？有家长回答：有问题会找老

师。李淑英分析家长找老师大多是三方面的问

题：第一，孩子生理上的问题，冷了、热了，是否

有不适等；第二，孩子的学业成绩；第三，感觉孩

子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比如孩子不适应某

个老师，或者很喜欢的老师被换走了。学校和

老师找家长，也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孩子是

否能长期适应正常的学习；第二，孩子在学校能

否融入团队，能否长期遵守纪律和规则；第三，

孩子这一年能否长期地以正常方式与人交往，

特别是同伴交往。

“家长和学校都是为孩子好，细分下来，

彼此的视角和立场会有所不同。”李淑英认

为，家庭更多地是从孩子个体的角度出发，而

学校更多地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谈孩子。

家校共育中，家长和学校双方都是为了孩子

好，可是双方的立场有所不同。家庭的立场

是站在孩子个体的成长，学校的立场更多是

站在未来社会成员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

发展。

我们的孩子终有一天会长大，成为一个

社会成员。李淑英认为，一个人未来是否能

立足，是否能发展，是否能真正获得幸福的人

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社会化，而他的社

会化从他进入学校就已经开始。尤其是初

中，这是孩子非常重要的社会化的关键期。

“当家校发生矛盾时，家长要学会换位思考，

站在孩子社会性的角度看待问题。”李淑英

说。

“相互独立，彼此支持。”这是李淑英送给

家长的八字箴言，家长最重要的不是当老师

的助教，而是做好言传身教。2015年 10月发

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

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

主体责任是：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严格遵

循孩子成长规律和不断提升家庭教育水平。

其中，特别提到父母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什么是以身作则，家长真的懂吗？李淑英

给家长们两个选项？A.榜样示范。B.规则育

人。大部分家长选了榜样示范，少部分家长选

了规则育人。李淑英更赞同榜样示范的育人

方式。“当我们把教育变成为孩子成长制定规

则和标准，相当于我们成了孩子成长的天花

板，只有我们亲身示范，相信孩子比我们做得

更好，孩子才会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期待

中变得越来越好。”李淑英说。

李淑英认为，在孩子成长道

路上，家长要扮演好六种角色：物

质供养者、精神供养者、爱的使

者、人生导师、人生教练和拉拉队

长。

物质供养者是最基础的层

面。有些家长和孩子逐渐没有共

同语言，沟通越来越单纯，他的关

心聚焦到吃什么、穿什么、去哪儿

玩，还有没有钱这些物质层面上

的问题。当孩子进入大学，平时

都不跟我们联系，需要钱了才会

打电话，当我们老了需要孩子在

精神上关心我们，却发现孩子只

会买吃买穿给我们，就在于我们

将亲子相处模式固化在物质供养

者。

第二层是精神供养者。我们

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人能懂我们，

了解我们，能走进我们的内心，能

满足我们精神上的需求，孩子也

在找能跟他精神相通的人。精神

供养什么？尊重、理解、认可、赞

美、鼓励、欣赏。要把三种感觉给

孩子：第一，安全感。这是每个人

的缺失性需要，如果缺了安全感，

孩子以后会执著于此，不会产生

其他的需要。第二，归属感。归

属感是什么？归属感是有人、组

织或团队喜欢我、爱我、接纳我、

认可我、尊重我，成年人是不是也

在找这种感觉，有人不断刷朋友

圈，求关注、找存在感的同时也在

找归属感。第三，价值感。价值

感是对于团队也好、组织也好、个

人也好，我是有用的、有价值的、

有能力的、有力量的。

第三个层面是爱的使者。家

长都觉得自己爱孩子，但李淑英

提醒家长，爱前面要加上一个定

语——“无条件”，无条件地爱孩

子。只有无条件的爱才能持续性

地给孩子安全感、温暖和力量。

有家长习惯对孩子说，你再不听

话，我不喜欢你了，把你丢出去，

或者对孩子报以过高期待，要考

上多少名，爸妈才爱你。一方面，

我们为了爱孩子可以不计辛劳甚

至付出生命；另一方面，好像孩子

达不到某些条件，这些爱又会随

时被收走。

“好比我们用爱把孩子扶上

了高楼，又因为条件没达到，随时

可能把梯子抽走。”李淑英说，爱

的品质，不是由施爱者的主观意

愿和主观行为决定，而是由被爱

者的感受决定。所以，爱的内容

和爱的表达方式都要注意，要以

对方能够接受、愿意接受、乐于接

受的方式去爱他，特别是对青春

期的孩子。

第四个层面是当好人生导

师。家长要看长远，切忌急功近

利。当长远的东西和短暂的东西

发生矛盾时，我们很多时候会只

看重眼前，可是对孩子一生来讲，

我们需要考虑什么真正对他人生

有利。

人生导师导什么？

第一，正确三观——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对于青春期的孩

子，别用情绪去对待孩子，我们的

目的是引导孩子更好地成长，所

以，跟青春期的孩子最好在价值观

层面对话。当我们用价值观去引

导孩子时，会让他看得远一点，而

非局限于一时一事，他会看清楚很

多问题。李淑英举了一个例子，妈

妈希望孩子一星期至少陪同买一

次菜，孩子说“凭什么”，还讲了一

大堆理由，妈妈不给孩子谈买菜这

件事，而是告诉她，作为家庭的一

员，要承担一部分家庭责任，孩子

虽然不高兴还是跟着去了，后来还

慢慢喜欢上了买菜。

第二是导人生规划。人生规

划不仅限于职业规划，还包括孩

子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有家

长怕孩子早恋，闭口不谈恋爱、婚

姻等话题，结果就是孩子自己去

网上搜，反而得不到正确的引

导。与其让孩子被误导，不如家

长直接跟他谈。未来有很多的不

确定性，我们在引导孩子进行人

生规划时，可以做到“积极而不确

定”，只要我们做了充分的努力，

就有信心、有能力去面对未来变

幻莫测的世界。

第五个层面是人生教练。就

是训练孩子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

的能力。一个高二学生，遇到歹

徒只会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直到

被捅倒在地。而这个孩子人高马

大，所处的地方也并不偏僻，周围

还有人走动，他也没有大声呼

救。遇到危险或者棘手的事，孩

子是束手就擒，还是勇敢抗争，这

需要父母精神上的鼓励和一些方

法上的指导。

第六个层面是拉拉队长。球

场上除了球队的队员之外，经常

出现的就是球迷和拉拉队。球迷

看比赛是满足自己娱乐的需要，

球队赢的时候，球迷欢呼庆祝，然

而球队输球尤其是长期输的时

候，有的球迷可能会反过来责怪

球员。但是拉拉队不一样，他们

的职责在于为球队加油鼓劲，所

以球队赢了，他们为球队欢呼喝

彩，球队输了，他们为球队鼓劲加

油。李淑英告诉家长，马上就要

半期考试了，你是球迷心态，还是

拉拉队长心态，在看到成绩的时

候，就知道了。

家校共育关键
帮助孩子成为社会人

家长应扮演好孩子生命中的六种角色

“马上就要半期考试了，家长、学生对于学习的焦虑可能较为

集中，相信通过这次专家讲座，家长能更清楚我们应该担任的

角色和职责，也能调节好自己的心态。”活动现场，成都市七中

育才学校汇源校区执行校长周利就家校如何协作与家长们进行

了沟通。

据了解，近两年，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创新家长课

堂形式，与锦江区未成年人心理成长中心合作开设家长学习平台

课程，前期通过问卷等形式调研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再匹配相关

领域的专家，开展家长课程。家长课程分为家长场和教师场，引

导家长和教师理解对方的立场和心态，实现更有效的家校共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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